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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夜校学粤语 听懂群众心里话
西樵镇委党校开展夜校系列培训，提升西樵尖兵队伍素养

做基层工作，最要紧的是什

么？当然是听得懂基层群众的声

音，能够跟基层群众对话。

9月15日晚，西樵镇组织镇

管各机构工作人员开展粤语培

训。这是西樵镇委党校在开展一

系列培训的基础上，首次开设“夜

班”课程，既是考虑到参与培训的

干部与工作人员普遍工作较忙，

白天很难抽出连片时间学习，也

是西樵镇委党校以行动锤炼“西

樵尖兵”的一次探索。

“学识讲白话，听懂心里话。”

这是西樵镇委副书记伍新宇在开

班仪式上对学员们的嘱托，也是这

次“上夜课、食夜粥”的真实要义。

学识讲白话、听懂心里话，这

是西樵镇培育党员干部时不断践

行党的优良作风，是坚持走群众

路线的具体体现。学白话、讲白

话，就是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

学识讲白话、听懂心里话，这

是西樵镇希望通过培训打通学员

基层治理工作的认识关。认识到

学好粤语，是用心办好群众烦心

事，用功办好群众心愿事，用情办

好群众心坎事的工作手段。要听

得懂群众的心里话，学粤语是第

一步。

学识讲白话、听懂心里话，这

是西樵镇致力于提升学员基层治

理工作水平。作为基层一线工作

人员，我们要理解居民有自己的

“话语系统”，只有学会他们的“语

言”才能因群施策、因地制宜。

学识讲白话、听懂心里话，这

是以“基层善治”开辟“中国之治”

新篇章的底层探索。基层强则国

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抓好基

层治理这项基础性工作，既是国

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人

民群众感知公共服务效能和温度

的“神经末梢”。只要我们及时呼

应好人民群众多层次、差异化、个

性化的新需求、新期待，持续积极

推动基层治理理念、制度、机制、

方法创新，就能不断夯实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

石，以“基层善治”开辟“中国之

治”新篇章。

党校不仅是堡垒、阵地，还是

号角、旗帜。作为当下西樵尖兵

的摇篮，西樵镇委党校启用至今，

连续动作不断，从理论素养到实

战操练，从乡村振兴到基层治理，

全面发挥地方发展的引擎作用，

推动一方夯实基础、蓄力勃发。

今时今日，西樵尖兵，是西樵

镇开创事业时走在前面的道路开

辟者；是行军打仗时勇往直前的

堡垒攻克者；是攻坚克难时愈战

愈强的精神凝聚者。

今时今日，西樵人十年登山

才得攀上山腰，四十载改革方得

渡过河滩。

路更陡，浪更急，基层治理更

显定力！

何以解忧？唯有尖兵；何以

冒尖？唯有学习。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

通讯员/麦钰豪 宋秀）“学识讲白

话，听懂心里话。”对西樵尖兵来

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

是行动的锤炼。9月15日晚，西

樵镇组织镇管各机构工作人员

开展粤语培训，助力西樵尖兵更

深入地了解西樵、融入西樵、热

爱西樵，提高基层治理工作技

能。

缓解基层沟通难题
西樵镇有16万户籍人口，通

用语言是粤语，许多老人家不会

听、不会讲普通话。基层工作人

员探访群众时，常出现因不会讲

粤语而需要村干部翻译的情况，

给工作开展带来了困难。

“我来西樵两个月了，但来

佛山已有5年，能懂约20%的粤

语。”西樵市监所工作人员徐红

岩来自河北，到西樵工作后遇到

了一个难题：日常负责餐饮卫生

检查，经常要与本地商家打交

道，但因不太懂粤语偶尔会在沟

通上“碰壁”。带着解决难题的

初衷，徐红岩来到西樵镇委党校

上粤语培训课，期望通过5期课

程学懂粤语。

作为当下西樵尖兵的摇篮，

西樵镇委党校践行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以“上过夜校，食过

夜粥，西樵尖兵，强者无敌”的目

标，提高基层工作人员治理工作

技能。培训邀请了广东东软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专职教师、副教授余小

乔，围绕粤语文化及学习方法、

自我介绍、家庭工作、交通、娱乐

休闲五大主题开展五期培训，以

理论知识与案例视频相结合，注

重实践性、实用性，让学员在轻

松、互动的氛围中学习粤语。

“粤语文化博大精深，希望

大家通过培训能大致听懂日常

粤语，进行简单的粤语交流。”余

小乔在首期课程中详细介绍了

粤语文化，幽默的语言和富有活

力的授课，让学员们笑声不断，

也不忘记下课程重点。

来自西樵镇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的刘珏表示，在西樵工作8

年，能用好粤语沟通将更好地为

退役军人服务。

专题培训锻造善治尖兵
“开设西樵尖兵夜校，推出

‘基层治理’系列课，是希望大家

可以用心办好群众烦心事，用功

办好群众心愿事，用情办好群众

心坎事。”西樵镇党委副书记伍

新宇表示，基层工作人员上夜

校、学粤语，掌握基层工作的“敲

门砖”，可进一步让群众感知公

共服务效能和温度的“神经末

梢”。他还分享了自己学粤语的

经验：“一要克服心理障碍，二要

张口多练多讲。”

伍新宇认为，当前，西樵镇

提出“空间再造，产业重塑，缔造

美好生活在西樵”工作主线，基

层工作人员“食过夜粥”十分必

要，“西樵尖兵夜校，可帮助大家

进一步了解基层、扎根基层、建

功基层。”

据悉，西樵镇委党校自今年

6月30日启用至今动作不断，从

理论素养到实战操练，从乡村振

兴到基层治理，全面发挥推动西

樵发展的引擎作用，助力西樵夯

实基础、蓄力勃发。其中，8月底

举办的经济社干部专题培训，来

自西樵基层的经济社党支部书

记、社长一方面借助理论课增强

基层治理责任意识和提升理论

水平，另一方面又通过参观实

践，学习借鉴基层治理优秀经验

做法，通过专题讨论交流，畅谈

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和举措。

此次西樵尖兵夜校培训每

晚7：00~9：00进行，将开展系列

课程，包括网络安全、群众工作、

公文写作、党性修养、家庭教育

等主题课程。通过夜校培训提

升西樵尖兵队伍素养，以着力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基层治理

效能提升。

近年来，西樵大力构建完善

“一核引领、多元共治”的基层治

理格局，擦亮“红色星期六”党建

志愿服务品牌，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带动社会多元力量广泛参

与，以志愿服务促进基层治理提

质增效，激发基层党员队伍活

力。同时，计划推出村社两级述

职评议暨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擂

台赛，对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和

其他“两委”干部的绩效考核进

行改革，以“一培训一擂台一考

核”，激发村社干部“比学赶超”

的干劲和拼劲，为西樵全面推进

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有力的

基层组织保障。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

通讯员/陈晓婷 摄影报道）日前，

西樵镇市政办联合西樵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西樵长跑协会、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等，在西

樵生活垃圾教育培训基地举办

“垃圾分类健康跑，亲子分类倡

环保”户外趣味活动，进一步增

强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

现场，伴随着音乐，西樵镇

长跑协会的成员带领参与活动

的亲子们一起跳毽子舞进行热

身。随后，亲子们分组在河滨公

园开展3公里有氧跑，同时当起

“清道夫”，边跑边拾起沿途的垃

圾，并进行合理分类。

“这些塑料袋、烟头都要捡

起来，属于其他垃圾；饮料罐则

分类至可回收垃圾。”小朋友许

懿与妈妈曾亚林分工合作，将沿

途拾起的垃圾严格按要求进行

分类。“通过这次活动，我认识到

垃圾未经分类就弃置会造成环

境污染，希望大家都积极行动起

来，做好垃圾分类。”曾亚林说。

“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慢跑，一

起捡垃圾，然后对拾起的垃圾进

行分类，在此过程中不仅促进了

亲子关系，更让孩子学会了垃圾

分类，充分认识到环保的好处。”

西樵长跑协会成员潘永健说。

西樵长跑协会副会长王腾

远表示，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

可让市民进一步意识到爱护环

境人人有责。

现场，瀚蓝驻点工作人员还

为参与活动的亲子们播放垃圾

分类宣传视频，讲解垃圾分类知

识，呼吁孩子们从小做起，争做

垃圾分类的先行者。同时，以现

场问答的方式与孩子们进行互

动交流，并引导他们充分发挥想

象力，用画笔将爱护地球、做好

垃圾分类等画面画在环保袋

上。在亲子们的努力下，一件件

充满童趣、体现绿色理念的作品

呈现在大家眼前。

活动还设置了“捡垃圾，倡

环保”“健康跳一跳，垃圾分一

分”“垃圾分类拼拼乐”“垃圾分

类神枪手”4个趣味游戏摊位，

加深亲子们对垃圾分类的认

识。

西樵镇市政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活动融合了体育、趣

味等多种元素，旨在宣传绿色、

低碳、环保理念，科普生活垃圾

分类知识，呼吁市民通过实际行

动共建美好家园。

西樵开展“垃圾分类健康跑，亲子分类倡环保”户外趣味活动

亲子“文明跑拾”学垃圾分类知识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陈晓婷 摄影报道）记者

日前获悉，西樵镇市政办正开展

樵高路（简村红绿灯至高明大桥

段）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专用道

建设工程，完善城市慢行交通系

统。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50%，

计划10月1日前完工。

记者在樵高路新田村红绿

灯附近看到，该段自行车及电动

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已基本完

成。专用道采用印有“文翰樵山

最岭南”字样的黄色交通水泥隔

离墩与主干道进行隔离，宽度约

1.5米，看起来十分养眼，可保证

非机动车辆的安全行驶。同时，

设置了交通指示牌及路面标记，

完善相关交通设施。

现场，记者看到骑着自行

车或电动自行车的市民，均自

觉在专用道上行驶。“新设专用

道，实行汽车和电动自行车、自

行车分流，能进一步减少道路

交通事故，提高群众安全出行

系数，是一桩便民实事。”家住

新田村的李月美说。

据悉，樵高路（简村红绿灯

至高明大桥段）自行车及电动自

行车专用道建设工程，全长约

8.7公里。樵高路是一级公路兼

城市主干道，双向6车道、沥青

混凝土路面。为提升道路交通

安全水平，镇市政办对非机动车

道进行改造，满足了市民上下班

通勤所需，也为城市发展增添了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樵高路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工程加紧建设

计划10月1日前完工
完善城市慢行交通系统

■新田村红绿灯至南海发电厂路段，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基本

完成。

■西樵开展“垃圾分类健康跑，亲子分类倡环保”户外趣味活动。

评论论

学粤语是为了听懂群众心里话
◎李维德

■培训现场。 通讯员/李均良摄

■亲子在环保袋上绘画，宣传环保理念。■亲子们捡起垃圾并进行分类。


